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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力金融 600318 巢东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桂晓斌 尹晓莹 

电话 0551-63542160 0551-63542136 

传真 0551-63542160 0551-63542136 

电子信箱 xljrdms@xinlijinrong.cn xljrdms@xinlijinrong.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6,461,040,447.19 7,314,356,288.17 -1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16,211,469.41 1,160,268,112.07 4.8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6,593,429.46 86,551,304.41 -465.79 

营业收入 161,205,892.99 438,942,694.03 -6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9,878,766.19 2,019,624.34 3,85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8,262,884.71 1,588,157.55 420.28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72 0.19 增加3436.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01 3,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 0.01 3,200.0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4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安徽新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17.68 42,785,605   质押 42,780,000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6.28 39,385,700   无   

华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

－华泰家园 3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11.00 26,620,000   无   

张敬红 境内自

然人 

7.06 17,080,00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未知 2.68 6,478,637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32 3,186,533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未知 0.84 2,023,165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未知 0.80 1,942,964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未知 0.66 1,586,465   无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7 1,143,45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

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

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应对经

济新常态，奋力推进新发展，努力实现新跨越，各项发展指标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42,382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1,136 万元，净利润 13,36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988 万元，每股收益 0.33 元。 

1.主营业务在调整中稳步前行 

德善小贷坚持“小额、分散、本土、特色”原则，深化经营结构调整，强化风险防控能力，

提升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德信担保注重通过业务创新、管理创新、风控创新等措施积极开拓市

场，发挥银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新型政银担合作体系准入后续工作；德合典当进

一步深化经营结构的区域化调整，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德润租赁注重研究宏观政策对企业经营的

影响，在行业增速进一步放缓的环境下，不断进行业务模式创新，在积极探索区域外拓展战略，

谋求转型升级的同时，打通多元化融资渠道，持续降低融资成本；德众金融主动适应新的监管要

求，坚持健康规范发展不动摇，持续从资产、风控、技术等方面多维度培育其核心竞争力，注重

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品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巩固。 

2.内部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 

强化财务实时管控，通过深化全面预算管理、资金集中管理、实施财务经理委派制等措施，

推动公司经营效益、发展质量和财务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扎实培育风险文化，通过提高思想认



识、优化业务流程、实施风险管理策略大纲等措施，推进风控要素岗位责任体系建设、强化内外

双向监督检查问题整改，完善了风险管理制度及组织架构，进一步构筑了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加强信息化系统建设，通过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完善现有管控体系，逐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

升工作质效，进而促进公司提升规范化运行水平，更好的实现内部资源共享、发挥协同效应。 

    3.资本运作进入新阶段 

    今年以来先后经政府监管部门核准，实施水泥资产剥离，完成上市公司名称变更、股票简称

变更等事项。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 A 股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纯类金融企业。围绕

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所筹划的新一轮的资产重组工作正在按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和有关政策指导下

有序进行。 

    4.战略发展思路进一步明确 

    在全面总结“十二五”期间自身成长历程和借鉴省内外优秀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认真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编制了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提出“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和稳健的风险管理控制为核心竞争力，

打造一流的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发展目标。 

5.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加强 

紧紧围绕转型升级目标，把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通过明确标准要

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落实新发展理念，立足自身岗位奉献，自觉服务中心大局，形成了一批如

“新力文化节”、“春秋登山季”、“合理化建议征集”、“中高层岗位培训”、“制度体系分层修订”

等实践、理论及制度成果。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在企业内部、公司上下、员工身上体现的精神状

态、精神风貌、工作作风的持续转变，团队建设呈现出许多好的苗头、新的气象。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复杂，经营运行压力有增无减，风险情势更加严峻；监管政策变化或不

稳定给经营运行带来的影响将会持续；公众公司对企业规范化、市场化运行提出了更高、更全面

的要求。我们将客观、辩证的看待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清醒的认识到新形势、新

政策、新技术、新环境在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新挑战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加速调整、加快整合、

创新突破的难得历史机遇。接下来，我们将统筹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率效益，

在全面推进战略转型、业绩增长，打造一流的以互联网金融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控股公司的道路

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1.强化风险防范，确保公司稳健运行。 

2.着力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在保证运营质量的前提下提升总体盈利能力和运行效率。 

3.继续完善内部运营管理机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 

4 充分发挥母公司的优势和统一协调、监管作用，促进各业务板块资源共享、协同增效。 

5.多形式加强员工岗位培训和综合素质训练。 

6.围绕公司中心工作，扎实、深入开展好“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活动和多种形式的企业文

化活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安徽德润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德润租赁 60.75 — 

2 安徽德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德信担保 100.00 — 

3 安徽德众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德众金融 67.50 — 

4 合肥德善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德善小贷 55.83 — 

5 安徽德合典当有限公司 德合典当 68.86 — 

6 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德润租赁 — 21.26 

7 广德德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德小贷 — 19.07 

8 马鞍山德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马鞍山小贷 — 19.54 

9 滁州德善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滁州小贷 — 19.54 

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期减少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1 安徽巢东矿业高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巢东矿业 与水泥资产一同出售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无 


